
附件 4：

2021 年普通专升本《大学英语》考试大纲

本考试的目的是选拔部分高职高专毕业生升入普通本

科高校继续进行相关专业本科阶段学习，考查考生是否具有

运用各项基本英语技能的能力以及学生对语法结构和词语

用法的掌握程度，既测试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测试学生的单

项技能。

一、考试科目名称：《大学英语》

二、考试方式：笔试、闭卷

三、考试时间：120分钟

四、试卷结构：总分100分

1.英语应用（共25分）

词汇和语法（其中词汇10小题，语法15小题；每小题1

分）

2.阅读理解（共45分）

篇章1.[选择题，4选1]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篇章2.[选择题，4选1]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篇章3.[选择题，4选1]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篇章4.[选择题，4选1]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篇章5.[填充题]5小题（每小题1分，共5分）

3.英译汉（共20分）

单句翻译：[选择题，3选1]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段落翻译：1个段落（共10分）

4.写作（共10分）

应用文1篇 (10分)



五、考试的基本要求

以《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中

的B级标准（听力部分除外）为基本要求，注重考查学生实

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六、考试范围

1.词汇。掌握2500个英语单词以及由这些词构成的常用

词组，对其中1500个左右的单词能正确拼写，英汉互译。

2.语法。掌握基本的英语语法规则，在听、说、读、写、

译中能正确运用所学语法知识。

3.阅读。能阅读中等难度的一般题材的简短英文资料，

理解正确。在阅读生词不超过总词数3%的英文资料时，阅读

速度不低于每分钟50词。能读懂通用的简短实用文字材料，

如信函、产品说明等，理解基本正确。

4.翻译（英译汉）。能将中等偏易难度的一般题材的文

字材料和对外交往中的一般业务的英文材料译成汉语。理解

正确，译文达意，格式恰当。

5.写作。能运用所学词汇和语法用英语写出简短的应用

文，如书信、便函、简历、通知、海报等。要求词句基本正

确，无重大语法错误，格式基本恰当，表达清楚。

附：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附

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00 年 10 月颁布/试行）

一、适用对象

本教学基本要求适用于高职高专教育（即普通高等专科

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成人高等专科教育）非英语专业的学

生。学生入学时一般应掌握基本的英语语音和语法知识，认

知英语单词 1000 个（较低要求）-1600 个（标准要求），在

听、说、读、写、译等方面受过初步的训练。

二、教学目的

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的教学目的是：经过 180－220

学时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

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从而能借助词典阅读和

翻译有关英语业务资料，在涉外交际的日常活动和业务活动

中进行简单的口头和书面交流，并为今后进一步提高英语的

交际能力打下基础。

三、教学要求

鉴于目前高职、高专和成人高专学生入学时的英语水平

差异较大，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分为 A、B 两级，实行分级指

导。A 级是标准要求，B 级是过渡要求。入学水平较高的学

生应达到 A 级要求，入学水平较低的学生至少应达到 B 级要

求。随着入学英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学生均应达到 A 级要求。

本课程在加强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同

时，重视培养学生实际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学生应该达到下列要求：

1.词汇

A 级：认知 3400 个英语单词（包括入学时要求掌握的

1600 个词）以及由这些词构成的常用词组，对其中 2000 个



左右的单词能正确拼写，英汉互译。学生还应结合专业英语

学习，认知 400 个专业英语词汇。

B 级：认知 2500 个英语单词（包括入学时要求掌握的

1000 个词）以及由这些词构成的常用词组，对其中 1500 个

左右的单词能正确拼写，英汉互译。

2.语法

掌握基本的英语语法规则，在听、说、读、写、译中能

正确运用所学语法知识。

3.听力

A 级：能听懂日常和涉外业务活动中使用的结构简单、

发音清楚、语速较慢（每分钟 120 词左右）的英语对话和不

太复杂的陈述，理解基本正确。

B 级：能听懂涉及日常交际的结构简单、发音清楚、语

速较慢（每分钟 110 词左右）的英语简短对话和陈述，理解

基本正确。

4.口语

A 级：能用英语进行一般的课堂交际，并能在日常和涉

外业务活动中进行简单的交流。

B 级：掌握一般的课堂用语，并能在日常涉外活动中进

行简单的交流。

5.阅读

A 级：能阅读中等难度的一般题材的简短英文资料，理

解正确。在阅读生词不超过总词数 3%的英文资料时，阅读速

度不低于每分钟 70 词。能读懂通用的简短实用文字材料，

如信函、技术说明书、合同等，理解正确。

B 级：能阅读中等难度的一般题材的简短英文资料，理

解正确。在阅读生词不超过总词数 3%的英文资料时，阅读速

度不低于每分钟 50 词。能读懂通用的简短实用文字材料，

如信函、产品说明等，理解基本正确。



6.写作

A 级：能就一般性题材，在 30 分钟内写出 80－100 词的

命题作文；能填写和模拟套写简短的英语应用文，如填写表

格与单证，套写简历、通知、信函等，词句基本正确，无重

大语法错误，格式恰当，表达清楚。

B 级：能运用所学词汇和语法写出简单的短文；能用英

语填写表格，套写便函、简历等，词句基本正确，无重大语

法错误，格式基本恰当，表达清楚。

7.翻译（英译汉）

A 级：能借助词典将中等难度的一般题材的文字材料和

对外交往中的一般业务文字材料译成汉语。理解正确，译文

达意，格式恰当。在翻译生词不超过总词数 5％的实用文字

材料时，笔译速度每小时 250 个英语词。

B 级：能借助词典将中等偏下难度的一般题材的文字材

料译成汉语。理解正确，译文达意。

四、测试

语言测试在考核英语知识的同时，应着重考核学生实际

运用语言的能力，要做到科学、公平和规范。完成《基本要

求》规定的教学任务后，采用“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国家级试题库”的命题进行检测。检测分 A、B 两级（含笔

试和口试）。

五、教学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高职高专教育培养的是技术、生产、管理、服务等领

域的高等应用性专门人才。英语课程不仅应打好语言基础，

更要注重培养实际使用语言的技能，特别是使用英语处理日

常和涉外业务活动的能力。

2.打好语言基础是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但打好基础要



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强调打好语言基础和

培养语言应用能力并重；强调语言基本技能的训练和培养实

际从事涉外交际活动的语言应用能力并重。

3.重视语言学习的规律，正确处理听、说、读、写、译

之间的关系，确保各项语言能力的协调发展。目前要特别注

意加强听说技能的培养。

4.考虑到目前学生入学英语水平的差异，教学和测试分

A、B 两级。对入学时未达到标准入学水平的学生应进行必要

的补充训练，逐步使学生都能达到 A 级要求，以保证《基本

要求》的全面落实。

5.在完成《基本要求》规定的教学任务后，应结合专业

学习，开设专业英语课程，这既可保证学生在校期间英语学

习的连续性，又可使他们所学的英语得到实际的应用。

6.正确处理测试和教学的关系。语言测试应着重考核学

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防止应试教育。与此同时，科学的

测试又能为教学改革和语言学习提供积极的反馈，是提高教

学质量的必要保证。

7.积极引进和使用计算机多媒体、网络技术等现代化的

教学手段，改善学校的英语教学条件。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

彩的英语课外活动，营造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

习英语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附表一

交际范围表

一、制定本表的目的是明确英语教学的实用范围。本表列出了教学中学生应

重点掌握和运用的交际内容，培养其具有初步的语言交际能力。

二、本表主要用于指导制定教学大纲、教材编写、测试设计等。

三、标*号者为 A级要求。

交际范围表

听、说 读、译 写

日

常

交

际

1.课堂交流

2.日常交际：介绍、问候、

感谢、致歉、道别、指路；天

气、学习、爱好、饮食、健康

等。

阅读与翻译一般

题材的文字材料，

如：科普、人物、

政治、商贸、文化、

生活等。

日常题材的短文

业

务

交

际

1.一般涉外活动

1）迎送

2）安排日程与活动

3）安排住宿

4）宴请与迎送会

5）陪同购物、游览、就诊

等

2.一般涉外业务

1）面试

2）介绍公司/工厂：历史、

现状

*3）介绍产品：类型、性能、

规格、市场等

*4）业务洽谈：合作意向、投

资意向、签定合同、人员培训、

专家待遇、议价、折扣、佣金、

订购、付款方式、交货日期、

保险等

*5）主持业务交流会议

1.业务信函、传

真、电子邮件

2.广告

3.产品与厂家介绍

4.维护及使用说明

*5.本专业书籍的

前言、序言和正文

节选

*6.科技文摘

*7.技术专利

*8.招、投标书

*9.合同、意向书

*10.国际商务、进

出口及保险等的

单证

1.表格填写

1）个人资料表单

*2）业务表单

2.模拟套写

1）名片、贺卡、通

知等

2）便条、邀请函及

回函

3）个人简历

4）简短私人信函

*5）简短业务信函

*6）简短传真和电子邮

件

*7）简短广告

*8）简短产品与厂家介

绍

*9）简短产品维护及使

用说明

*10）合同

附表二



语言技能表

一、本表列出英语课程教学中学生应在语言技能方面达到的基本要求。

二、本表列出的语言技能要求较为概括，在教材编写和实际教学中应对相关

的语言技能进行必要的拓展和灵活处理。

1.听的技能

1）理解所听材料的主旨或要点

2）理解具体信息

3）理解所听材料的背景、说话人之间的关系等

4）推断所听材料的含义

2.说的技能

1）模拟或套用常用口头交际句型，就日常生活和有关业务提出问题和简

短回答

2）交流有困难时能采取简单的应变措施

3.阅读技能

1）理解文章的主旨或要点

2）理解文章中的具体信息

3）根据上下文推断生词意思

4）根据上下文作出简单的判断和推理

5）理解文章的写作意图、作者的见解和态度等

6）就文章内容作出结论

7）快速查找有关信息

4.翻译（英译汉）技能

1）正确翻译一般语句，基本符合汉语习惯

2）正确掌握被动句式的译法

3）正确掌握倍数的译法

4）正确掌握定语从句的译法

5）正确掌握长句的译法

5.写的技能



1）正确使用所学的词、词组和句型

2）语法及标点使用正确，句子结构完整

3）句子意思清楚，符合逻辑顺序

4）注意连贯性，正确使用连接手段：如 first、second 等

5）正确套用或使用常见的应用文格式


